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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傳播媒體的數位化物件類型相當多元化，涵蓋了純文字、動態影像、靜態影

像、聲音等等不同的媒體特性，如能進一步針對各類型媒介，選擇具代表性案例，

建立一套具有共識的欄位體系以適用於多媒體影音環境，將對於新聞傳播相關資

料庫的整合多有裨益，亦可加速便利使用者檢索資料的時間。 

  本文將觀察與分析國內外新聞傳播類相關網站與資料庫之欄位與分類架

構，以有系統地發展出一套媒體內容的數位資料之建置準則為目標；並採用疊慧

法發送問卷請領域內的專家協助建立欄位的共識，加入深度訪談來釐清在

Metadata 欄位建置與規劃上，使用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任務。 
研究結果顯示，在執行新聞傳播的多媒體資料庫欄位篩選和類目建置時，應

有跨越各類型資料的準則可依循，媒介本身的特性是考量該媒介欄位的首要目

標；以都柏林核心集為核心欄位，延展出適於各種媒體和屬於該媒體特有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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